
 
*  灵修小品  * 

留意聆聽 

請說，僕人敬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撒母耳記上3章1 0節 

當你正坐在一個漆黑的劇院，享受著一場音樂會、舞台劇
或是電影時，突然某支手機的螢幕亮了，手機的主人開始閱讀
剛收到的訊息，或許還會花些時間來回覆。作者尼可拉斯•卡
爾（Nicholas Carr）在他的書中提到了網路對我們大腦的影
響，他說：在現今這個通訊發達的世代，人們時刻都有那種
「可能正有一則訊息等著我們」的念頭，不時留心查看。 

撒母耳年幼時曾聽見一個呼喚他的聲音，他誤以為那是在
會幕裡的大祭司以利的聲音（撒母耳記上 3 章 1-7 節）。當以
利明白是上帝在呼喚撒母耳時，他教導這個小男孩如何回應。
而當上帝第三次呼喚他時，「撒母耳回答：『請說，僕人敬
聽』」（10 節）。當「耶和華又在示羅顯現，因為耶和華將
自己的話默示撒母耳」（21 節）時，留心傾聽上帝話語就成
了撒母耳的生命模式。 

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是否留心聆聽上帝的聲音呢？或是讓
手機的振動聲取代了上帝透過話語和聖靈發出的微小之聲呢？ 
願我們像撒母耳一樣，學習分辨出上帝的聲音，並且說：「請
說，主啊，我在此敬聽。」 

願我們側耳傾聽，祢今日所說話語； 
藉著真理和聖靈，助我們跟隨聽從。 

別讓世界的雜音阻礙你聆聽上帝的聲音。 

选自《灵命日粮》2012 年 9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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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5/9 

联合崇拜 
YouTube 405 

中文堂(线上) 143 中文堂线上 376 经常 $14,212.00 

   青少年 53 宣教 $2,450.00 

Zoom 63 
    建堂 $0.00 

週间聚会   神学生 $500.00 
现场 45 祷告会(中) 

(线上) 59 
  爱心 $0.00 

儿童/老师 60 週六聚会 5/8   

  祷告会(英) 
(线上) 7 

中文堂小组 33 合计 $17,162.00 
    *奉献支票抬头 LWEC    

*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573 中文堂(二)线上 1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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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週各小组/团契聚会主要内容(週五線上聚会总人数-376） 

保罗 查考《腓立比书》3:1-11 摩西 1 查考《约翰福音》第 1章 

约瑟 查考《雅各书》2:14-26 摩西 2 查考《创世记》第 40章 

喜乐 箴言专题 摩西 3 查考《但以理书》第 7章 

良善 查考《马可福音》14:1-31 摩西 4 查考《撒母耳记-下》第 13章 

信实1 马可福音总结 摩西 5 查考《罗马书》9:1-29 

信实2 查考《使徒行传》11:1-18 摩西 6 查考《撒母耳记-下》第 13章 

信心(六) 查考《出埃及记》第 28章 仁爱 查考《约伯记》第 18章 

东区 1 查考《约翰福音》16:16-33 和平 1 约翰壹、贰、叁书概论 

东区 2 查考《启示录》第 17章 和平2 查考《马太福音》5:11-16 

东区 3(六) 查考《撒母耳记-下》第 14章 西南 1 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 1章 

温柔 查考《马可福音》第 16章 约书亚(隔周六) 暂停 

佳音 查考《马太福音》第 27章 恩慈 查考《撒母耳记-上》第 14 章 

节制 1 《马可福音》第 14章/《创世记》第 15章 忍耐 查考《创世记》第 30章 
节制 2 查考《约翰福音》6:49-71 恩典(隔周五) 感恩分享 

AGAPE 1 查考《马太福音》6:1-18 常青 查考《创世记》14:17-24/主日信息回应 

AGAPE 2 查考《马太福音》5:27-48 IFG 查考《使徒行传》第 3章 

AGAPE 3 查考《马太福音》21:19-31 多加(二) 《路加福音》24:36-53主耶稣被接升天 

绿洲 同工聚会 新生命(隔周六) 暂停 

週间各项聚会信息（目前暂时均使用 Zoom 聚会） 
时间/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

週二 多加团契 吴宗蓉姊妹   

週三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  

週四晚 溪水(每月第 1 週) 殷岚姊妹 
630-605-3758 

  

週五晚 

Overflow(青/少年) 
林毅 Peter Lin 
630-428-1194 

AWANA(孩童) 
暂停 

张惠俐传道 
630-983-5677 

IFG(国际学生/青年) 张杭弟兄 
630-718-1190 英文团契 Ronnie Wu 

週五晚 
 
 

西北区 

摩西一 俞基训弟兄 
630-416-8541 

东区 

东区一 
牟亮弟兄 

312-912-2908 

摩西二 寇正芳姊妹 
630-820-6538 东区二 

邹立弟兄 
630-908-9567 

摩西三 陈观乐弟兄 
630-544-8147 

南区 

保罗 陈列弟兄 
630-290-8031 

摩西四 林荣堂弟兄 
630-306-3118 

约瑟 林心玥姊妹 
630-226-0922 

摩西五 童则伟弟兄(代理) 
630-899-9549 

北区 

温柔 
戴兵弟兄 

630-765-0199 

摩西六 林荣堂弟兄(代理) 
630-306-3118 节制一 

张永康弟兄 
630-717-8082 

东南区 

喜乐 刘玲姊妹 
630-696-7717 节制二 

李志红姊妹 
312-218-9695 

良善 邓力平弟兄 
630-597-3188 佳音 

陈日东弟兄 
630-548-2210 

信实一 周春平弟兄 
630-717-6991 

西区 

恩慈 李辉弟兄 
918-237-0445 

信实二 李孟莉姊妹 
630-854-5752 忍耐 陈伯群弟兄 

508-410-0748 

西南区 

仁爱 李燕凌弟兄 
630-888-0607 

恩典 
(隔週) 

梁志刚弟兄 
630-344-3441 

和平一 陈磊姊妹 
630-759-2968 

东北区 

AGAPE1 张敏姊妹 
630-548-5687 

和平二 焦玉波弟兄 
520-241-6199 AGAPE2 史湘英姊妹 

630-210-1635 

西南一 黄真谛姊妹 
630-596-3988 AGAPE3 郭云健姊妹 

847-602-6428 

查尔斯 
老人公寓 常青 王秀英姊妹 

630-324-0344  绿洲 苏理声弟兄 
630-294-4168 

週六晚 

东南区-信心 
各组员家庭晚 7:30 

杨坚弟兄 
312-882-6756 西南区-约书亚(隔週) 苏理声弟兄 

630-294-4168 
东区-东区三 

各组员家庭晚 7:00 
颜鑫亮弟兄 
630-207-7131 新生命(隔週) 孙舰弟兄 

513-207-2039 
  

  
 

 

 

 

 

 

 

创立：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 2021 年 5 月 16 日 
 

二零二一年 年度主题 
在基督裡聯結成長 

 

 
 

我信上帝-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！ 

我信我主-耶稣基督-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

灵感孕，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，在本丢彼拉

多手下受难，被钉於十字架，受死、埋葬，

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、升天，坐

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

审判活人、死人。 

我信圣灵-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

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

生。阿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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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日崇拜程序 
中文堂崇拜：上午十时卅分（小范围实体+直播） 

 
序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赵匀婷姊妹 

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

宣召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余子吉弟兄 

讚美............圣哉, 圣哉, 圣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黄锡惠.会众 
                    敬拜万世之王 
                    荣耀的呼召 

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

牧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张振华牧师  

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

献诗(录像).....................沙滩上的脚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诗班 

信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暗夜微声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华欣牧师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撒母耳记上 3:1-21 

回应诗歌..................Hi-Ne-Ni 我在这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会众 

献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余子吉弟兄 

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

报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(欢迎及问安)..................余子吉弟兄 

三一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...............会众  

祝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张振华牧师 

殿乐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赵匀婷姊妹 
 

 

每日读经  
            本週 (5/16-5/22) — 诗篇 72-85 篇 

本週金句  
 耶和華呼喚撒母耳。撒母耳說：我在這裡！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撒母耳記上 3:4 
 

 

 

 

 

* 消息与代祷 * 

1. 欢迎各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与我们一同参加線上敬拜。一次
欢迎，永远欢迎。 

2. 今天(5/16)下午 2:00-3:00 举行网上沟通会(Town Hall Meeting)，
向弟兄姊妹简要介绍教会教育和关怀事工，並通报教会近况。
请预留时间参加，一起关心教会事工（Zoom 号 85055691709，
密码 12345）。 

3. 夏季成人主日学网上报名今天开始，开设六门课
程 (参见右栏)。请弟兄姊妹踊跃上网报名，在真道
上努力追求。请扫描右侧二维码註册。 

4. 父亲节主日(6/20)有洗礼。受洗班将从下主日(5/23)起连续 4
个主日下午上课，请报名受洗的弟兄姊妹预留时间。报名加
入会籍的弟兄姊妹请填写会籍申请表，下主日(5/30)截止(报
名表链接 https://lwechurch.org/home/Documents.aspx）。填表
后请将表格发电邮给教会秘书 info@lwechurch.org。如有问题
请联络教会秘书。 

5. 教会司提反关怀事工正在招募第五期司提反关怀者。请对此
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在五月底之前向徐恒弟兄报名 （电
话 630-544-9274 或微信）。鼓励大家踊跃报名参加。了解
详情请点击下面链接 https://youtu.be/MGWMYe8IPOw。 

6. 为了更好地帮助寻找工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，教会社区服
务中心在教会网站上的关怀栏目下增加了「社区服务中心」
板块https://lwechurch.org/fellowship/InforCenter.aspx，登出弟
兄姊妹们爱心介绍的工作机会和相关信息。请有需要的弟兄
姊妹和朋友们上网查寻。若可以提供工作机会和相关信息，
请私信寄给关怀执事王怡彬姊妹。 

7. 芝华宣道於5月29日全天和5月30日下午举办网上福音云。
邀请谢伟光博士等五位担任讲员，精彩福音专题配合创意漫
画佈道。报名将於 23 日截止，请弟兄姊妹勿错过传福音的
契机，抓紧邀请远近未信亲友一同报名参加。详情及报名请
参考芝华网站 https://cccmforhim.org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
请与宣教执事顾锞弟兄联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夏季成人主日学开设课程介绍 
 

101 《基要真理》- 高青林、刘遵平 
系统地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作全面而又简约的介绍。课程以课堂讲
授为主，並有诗歌、祷告、见证分享、经文背诵等穿插其间，帮助学员
明白真道，並在信仰生活实践上打下坚实的根基。     

102 《初信造就—丰盛的生命》-卢凡、刁惠敏 
本课程以 TEE 《丰盛的生命》为课本，藉著课外作业和课堂讨论，帮助
弟兄姐妹清楚明白救恩的真意；认识基督徒的身份；建立正常的灵修和
祷告生活；並学习将圣经真理应用於日常生活，进而参与教会事奉，懂
得奉献的道理。本课程主要为初信者所设；欢迎希望回到起点重温信仰
根基，並愿意帮助初信者成长的同工。也欢迎上过《基要真理》、有心
继续追求的慕道友参加。 

207 圣经单卷《利未记》-童劲松 
《利未记》有一定的挑战性，但和其他圣经书卷一样，是超越时空和文
化的真理。神在 3500 年前赐下律法来训练，造就一批圣洁的国民，今天
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寻求神的教导、督责，来学习如何敬拜神，事奉神，
如何在祭司的国度里做圣洁的国民(出 19：6)。我们一起来寻求吧！   

207《箴言》-王淑贞、黄宗洋 
本課程以 [一步一步學箴言 - 作智慧人(下)]**一書的內容為主，以經文句
子結構分析, 引導學員研讀箴言，提高對箴言的了解、解釋能力與應用。
該書以主題式的講解，由淺入深，使人融會貫通，了解箴言的真實內涵。
每一步都包括: [背誦鑰句]、[要旨]、[內容解釋]、[重點溫習]，更加上[分
享與運用]使學員能反思所得，紮實應用。箴言蘊藏許多神深奧的智慧和
人倫道理，讓人反覆思索、百讀不厭，使人更認識神的高超智慧和人的
有限，從而步出愚昧，邁向智慧，經歷生命的改變，得著更丰盛的人生。 
**本書為舊約教授劉少平所著，上課時需備該書，尚未有的，請事先告
知教育執事，以便集体訂購。 

300《基督徒门训系列一: 门训初阶》(限制 14 人)-傅德荆、徐恒 
做主的门徒是神对祂每一位儿女的要求和吩咐，本课程从基督信仰最基
本的要点开始，采用提摩太门训（ iTIM） 转化式学习模式(3H: Head, 

Heart, Hand)来教导，也就是强调将学习到的重要圣经与神学知识应用於
自己的属灵生命与现实生活中，並学以致用，参与事工，並在完成学习
之后准备带领门徒训练。 
本课程分 13课，学员须完成每堂课的学习。在每节课前要花 1-2小时预
习，为小组讨论做准备。期末有考试或评估。 

407《系统神学》-华欣、阮炜华 
将简要讲述系统神学中（1）圣经论,（2）神论/上帝论,（3）基督论和
（4）圣灵论等四个单元的基本内容。以整本圣经为依据，对基督信仰的
基本教义作贯穿性、系统性的研讨。帮助基督徒在信仰上扎根于圣经真
理，在面对异端时有辨别力，在传讲福音时有正确的教义根基；明白真
道，灵命长进。 
以《慕迪神学手册》为主要教材，同时参考 Systematic Theology (Wayne 

Grudem)和任以撒的《系统神学》。以讲解、讨论、作业穿插进行，预计
上课 12-13 次。 

https://lwechurch.org/home/Documents.aspx
mailto:填表后请将表格发电邮给教会秘书info@lwechurch.org
mailto:填表后请将表格发电邮给教会秘书info@lwechurch.org
https://youtu.be/MGWMYe8IPOw
https://lwechurch.org/fellowship/InforCenter.aspx
https://cccmforhim.org/

